
KITO -- 金团水性非硅表面控制助剂

KITO CHEMICAL



介绍内容：

表面控制助剂基础理论 金团产品介绍



溶剂型体系&水性体系：

   溶剂型
表面张力低

l漆膜不平整。
l缩孔、针孔。
l气流敏感性。
l流平差。

添加表面控制助剂微调

     水性
表面张力高

l底材润湿不良。
l极易出现缩孔、针孔。
l稳泡。
l暗泡、痱子。

更加需要添加表面控制助剂



基材润湿剂&表面控制助剂：

              基材润湿剂：

一般特性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ü有效降低表面张力。

ü帮助基材润湿和防止缩孔。

ü分子量相对较低的表面活性剂。

相对于表面控制助剂：

ü不提供滑感。

ü不影响层间附着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面控制助剂：

一般特性：

ü相对于基材润湿剂，分子量更大。

ü控制流动性，促进漆膜流平作用突出。

ü润湿底材，消除缩孔。

ü促进颜料定向排列。

表面控制助剂的特殊结构，可以提供：

ü提供漆膜滑感，提高抗划伤性能。

ü提高抗粘连性。



表面控制助剂的分类--聚醚改性有机硅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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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面控制助剂的分类--聚醚改性有机硅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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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1.si-C和Si-O键长相对于C-C的要长，相对于C-C具有较大的空间位阻

效应，降低甲基和si之间的相互作用力；

  2.Si-O键能较小，Si-O-Si键角较大，达到120-145o，具有较大的空间位

阻效应，进一步降低甲基和si之间的相互作用力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机硅具有较低的表面张力！



润湿基材，消除缩孔、针孔等漆膜弊端：

表面控制助剂的分类--聚醚改性有机硅：

消除贝纳德漩涡：

高表面张力 低表面张力

较大的表面张力梯度差，造成内部搅动。色漆水平面常见发花   垂直面常见丝纹

添加少量有机硅表面控制助剂，可有效降低体系表面张力，消除漩涡！



表面控制助剂的分类--聚醚改性有机硅：

有效降低体系表面张力，良好的滑感、抗划伤、耐污、抗粘连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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聚硅氧烷在涂层表面的位置

良好的滑爽性 良好的耐污和易清洗 良好的抗粘连



表面控制助剂的分类--聚醚改性有机硅：

聚醚改性有机硅对层间附着力的影响：

附
着
力
评
级

添加量

附
着
力
评
级

烘烤温度

注：附着力评级0-5，5个等级，依次变差。



表面控制助剂的分类--丙烯酸酯：

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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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 = 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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Ø均聚物或共聚物；

ØR1：H或CH3；

ØR2：聚醚、羧基、羟基、磷酸酯、盐

等亲水基团



表面控制助剂的分类--丙烯酸酯：

最佳 太相容太不相容

丙烯酸酯虽无法大幅度的降低漆液表面张力，但可以依赖有限的相容性，并在

漆液中形成较小但稳定持久的表面能差，逐步促进流平作用的完成！



表面控制助剂的分类--丙烯酸酯：

促进流动和流平，消除橘皮：

γ1>>γ2

γ3>>γ4

γ1    γ2   γ3   γ4

表面橘皮

添加表面控制助剂并不是单单降低涂料体系的表面张

力，而是均匀分散于涂料改善涂料体系的表面张力，

丙烯酸类流平剂能够不断降低表面张力梯度，保持长

久的流动性，达到完美的流平效果，消除橘皮。



表面控制助剂的分类--丙烯酸酯：

镜面效果，提高鲜映性：

丙烯酸酯表面控制助剂的镜面流平效果，有助于提高漆膜的鲜映性！



表面控制助剂的分类--丙烯酸酯：

消除厚边：

表面张力高

边角溶剂挥发，导致表面张力高，易产生厚边，丙烯酸酯表面控制助剂持续流

动性，降低表面张力梯度，有助于消除厚边现象！



表面控制助剂的分类--含氟丙烯酸酯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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碳氟化合物降低表面张力的能力突出，甚至会超出有机硅，而且不会出现影

响层间附着力的弊端。在丙烯酸链段中引入氟碳聚合物，在保持丙烯酸酯表

面控制剂特点的同时，能够提高底材润湿、抗缩孔等性能。



表面控制助剂的分类：

特性 聚醚改性有机硅 丙烯酸酯 氟改丙烯酸酯

降表面张力 ○○○ ○ ○○○

消除贝纳德漩涡 ○○○ ○ ○○

底材润湿 ○○○ ○ ○○○

滑感 ○○○ － －

促进流动 ○ ○○○ ○○

流平速度 ○○○ ○ ○○

层间附着力的影响 ○○○ － －

稳泡倾向 ○○○ － －

注：○○○：强，○○：中，○：一般，－：弱。



表面控制助剂的评价：

l相容性&稳泡性：

--湿膜、干膜相容性。

--体系中的稳泡性，干膜有无暗泡、火山口。

l流平性：

--气流敏感性。

--流平速度。

--干膜平整度，干膜光泽，鲜映性。

--颜料定向性。

l滑感。

l抗粘结。

l耐污和易清洗性。

l层间附着力。



金团产品：

KEPERSURF®382 水性丙烯酸酯标准流平剂，改善漆膜流平，不降
表面张力，优异的层间附着力，特别适合高温烤
漆体系。良好的润湿性

和抗缩孔性

KEPERSURF®386
低氟含量丙烯酸酯流平剂，良好的底材润湿性能，
有效避免漆膜缩孔，不影响层间附着力，适合应
用于水性工业漆、木器漆。

优异的润湿性
和抗缩孔性

KEPERSURF®387
高氟含量丙烯酸酯流平剂，高效降低体系的静
态表面张力，提供优异的底材润湿性能，避免
漆膜缩孔，不含有机硅，不影响层间附着力，
适合于水性工业漆、木器漆。更好的层间

附着力

KEPERSURF®385
在387的基础上引入新的官能团，具有更加优异
的层间附着力，特别适合玻璃高温烤漆体系。



应用举例：

空白           ≈           387 空白           ≈           387

相容性：382=386==385=387

相容性：

水溶型丙烯酸、丙烯酸水分散体、丙烯酸乳液三种体系测试，表面控制助剂添加

量0.5%：



应用举例：

稳泡性：

水溶型丙烯酸、丙烯酸水分散体、丙烯酸乳液三种体系测试，表面控制助剂添加

量0.2%：

稳泡性：387≈385<386<382 <空白     387 <385 ≈386 ≈382 ≈空白

387<385 ≈ 386 ≈ 382 ≈空白



应用举例：

流平速度：

水溶性丙烯酸氨基烤漆体系，添加量0.2%，同时喷涂，观察湿膜：

流平速度：387>382



应用举例：

底材润湿性：

水溶性丙烯酸氨基烤漆体系，添加量0.2%，刮涂在受污染的玻璃底材：

底材润湿性：387>386>382



应用举例：

层间附着力的影响：

水溶性丙烯酸氨基玻璃烤漆体系，首先第一道白漆，分别添加量0.5%表面控制助

剂，150℃*30min干燥后，第二道红漆，分别添加0.5%表面控制助剂， 150℃*30

min干燥，使用划格法测试层间附着力：

Blank 丙烯酸酯Comp1 382

386 385 聚醚改性有机硅

层间附着力：382≥385>386≈387>聚醚改性有机硅

387



金团水性非硅表面控制助剂应用推荐：

ü金团水性非硅表面控制助剂在各种体系均具有良好的相容性，不影响漆膜

      的鲜映性。

ü金团水性非硅表面控制助剂在各种体系中不稳泡，甚至还有消泡性。

ü相对于有机硅表面控制助剂，金团水性非硅表面控制助剂具有优秀的层间

      附着力。

ü387具有优异的底材润湿作用，优异的流平速度，兼具丙烯酸和有机硅表

      面控制助剂的优点。

ü385在387的基础上做了改进，保留了387的润湿和流平速度，同时具有更

      加优异的层间附着力，特别推荐用于高温玻璃烤漆体系。

ü382具有最优异的层间附着力，特别适合用于各种高温烘烤体系。


